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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激战正酣，我的看球规律也基本养成，不管参赛球队
是强队还是鱼腩，看或不看，起决定作用的，是身体的困倦与否而非比
赛精彩与否。

开幕式东道主首战的时候，大张声势地准备了毛豆、花生、烤串、啤
酒，摆了一桌子，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桌子上的食品一扫而空，下半场还
没开始，就倒在床上酣然睡去——— 这是典型以看球的名义大吃大喝。在
年轻的时候，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说真的，如此“佛系看球”的人，
连伪球迷都算不上。

除了 C 罗和梅西，熟悉的球员所剩无几。有时竟要通过屏幕右上
角的图案标记来辨别主队与客队。看到进球，不会握拳呐喊。必进之球
踢飞了，也不为之遗憾……难道我看了一场假的世界杯？不，世界杯是
真的，只是作为观众，我已经失去了看球的激情而已。

我的世界杯印象，已经被固定在了 2002 年韩日世界杯与 2006 年
德国世界杯。2002 年中国队首次踏上世界杯大赛现场，传奇教练米卢
带着全中国球迷的期望带着 23 名球员闪亮登场，尽管被踢得灰头土脸
一场未赢、一球未进，但欢乐与紧张、渴望与失落的情绪是真实的，那会
儿真觉得足球与自己有关，世界杯与自己有关，没了自己家的球队在场
上，怎么都有点隔岸观火、无关痛痒的滋味。

大批伪球迷是在 2002 年世界杯时培养出来的，在他们眼中，2006
年世界杯大概算是最值得怀念的一届。在这一届，比赛用球由“飞火流
星”换成了“团队之星”，罗纳尔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星，
法国队员齐达内头顶意大利队员马特拉齐轰动世界，中国足球评论员
黄健翔嘶哑着嗓子喊出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2 年过去，黄健翔跑哪儿去了？一段解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三届世界杯的时间，也足够让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人，在人们的视线中
淡去。除了黄健翔，还有刘建宏、张斌、张路、段暄……好像只有听到他
们的解说，晚上熬夜看球才有了更高的兴致。一场世界杯的陪伴，足以
让人觉得已经与这些评论员们成了朋友，没有朋友的絮絮叨叨、激情呐
喊，看球的乐趣自然损失不少。

2006 年之后没比赛可看的日子，我率领电子游戏中的英格兰队
或砍瓜切菜般地踢别人，或被别人砍瓜切菜地踢，贝克汉姆、欧文、兰
帕德、杰拉德、鲁尼、费迪南德……对于这些球星的名字，熟悉到跟自
己的亲兄弟一样。另外还有，齐达内、布冯、克洛泽、亨利、舍甫琴科、
卡纳瓦罗、皮尔洛等各国球星，哪一个提起来不是如雷贯耳？？不像现
在，看着满场奔跑的 90 后们，能叫出名字来的寥寥无几。心里不茫然
才怪。

有时突发奇想，要是能把 2002 、2006 那两届世界杯的主力球员、
中国的主力足球评论员们组织在一起，再踢(解说)几场球该有多梦幻。

哪怕他们头发秃了、肚皮大了、跑不动了、把“圆月弯刀”踢成了“朝天
炮”，也还是值得看的。那几位足球评论员，老哥几个不用拼体力，人年
龄大了，阅历却丰富了，聊起球来或许会更有意思吧。

“没有人能叫醒一个看世界杯的中年人”，“看球可能是中年人假装
自己还没老的最好方式了”，果不其然，在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朋友圈
有篇名为《中年人不配看世界杯》的文章刷屏了，这篇文笔辛辣的文字，
尽情调侃着中年球迷的世界杯生活，有嘲讽，也有隐藏的温情。

世界杯是属于年轻人的，就让那些老球员、老评论员、老球迷们，相
忘于江湖吧。

离世界杯渐远的人

潘潘真真

曹景行先生某天发朋友圈：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
大学生群体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是，秃头或头发乱、戴
眼镜、不修边幅，被各种理论和仪器所包围的性格怪异
的人。

我一看就乐了，随手评论：无缘接触科学家而想当
然。

那时候，正为李载平院士写传记，经常出入中山医
院采访他。至少“这一个”大科学家长啥样，我有点发
言权吧。

初次见到生于 1925 年的传主，我按常规喊“李老”
(后来跟着大家喊起“李老师”)。可他的声音，并无“90 后”
的苍老感，听着像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而且声线相当不
错。想象一下 40 年前，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分子遗传研究
室成立伊始，又高又帅、刚刚 50 出头的他，在那幢小楼里
跑上跑下，领衔尖端科研的风采吧！

第二次采访中，进来一位步履轻盈的年长女士。
“崔桂芳，我老伴。”李老师向我介绍，“当年差点
让她跑了，后来我去追回来的……”原来是传说中的
崔老师驾到！ 70 年前，他俩是北大化学系同窗，后来
她转学去了清华，“大概是想和我保持距离吧！”李
老师说着哈哈一笑。崔老师也笑起来，故作嗔怪状，
“又乱说了……”两人眼神交汇，亲密而自然。空气
中没有荷尔蒙，我却嗅到了爱情的芬芳。想起电脑里
存着这对学霸在清华园的黑白照片，端的是金童玉女
天造地设呀！

采访他们的同事，不止一次听到：“这两个人要好
得呢！”我加了崔老师的微信，发现账号是 LZP(“李
载平”拼音首字母)；又去加李老师，他的账号是 ZPL
(“载平李”拼音首字母)。果然要好得呢！也是听来的
故事：多年前，崔老师生病需要动手术，李老师却急得

先住了院。我逗他，“有没搞错，怎么她生病、您住
院啊？”他不好意思地坦白：“我紧张得心乱
跳……”

李老师不是只会埋头苦干的书呆子，他总是站在
学科前沿，与国际同行中的高手过招。他能成为我们
国家基因工程的领军人物，跟他开阔的视野不无关
系，跟他内在丰富的底蕴也不无关系。

见过他年轻时创作的两幅水彩——— 《钱塘江的月
光》和《挑沙人》，画面唯美、设色清润、笔触轻
松。我把其中一幅的照片与美术界朋友分享，好评如
潮。有收藏家断言：“这个科学家如果不搞科研，一
定是好画家。”

不当科学家，还可能是歌唱家么？我跟李老师探
讨人生的种种“假如”。他开心地笑着，讲到同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的老友的玩乐趣事：“他比我迷音乐厉
害，级别比我高，要求比我苛刻，对音响要求非常
高……小提琴要听出松香味来……”我打断他，“那
叫音响发烧友啊，您才是音乐发烧友！”他听古典音
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师大附小时代，与兄弟姐妹
攒起零用钱合资买唱片。晚年，他重新开始买古典音
乐唱片。同一位作曲家比如维瓦尔第的《四季》，他

搜来不同指挥家、乐团演绎的版本，仔细欣赏各种风
格的妙处。

病榻上的李老师，有点“微信控”。他提起对某篇拙
作的看法，我一听便知他在看我的朋友圈。“最近‘知识
分子’上那篇讲 SCBA 在杭州的文章你看了吗？”他默认
我也关注“知识分子”公号，幸好我关注了。SCBA(美洲
华人生物科学学会)诞生于 1984 年，1990 年他曾获
SCBA第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颁发的优秀论文“国泰
奖”，是中国大陆获此奖第一人。

最后一次见面，是谈传记书稿。李老师说：“我
的思想比较开阔自由，很高兴得到你的认同。但我还
是低调一点吧……”动乱年代挨批斗他不要写，评院
士波折他不要写，很多很多他都不要写。业务尖子的
这种顾虑，我怎会不理解呢？可我坚持历史不能割
裂，个人在大时代中的浮沉理应尽可能如实呈现，把
真的历史传下去，后人读了才有榜样经验好学习，才
可能吸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

采访中，类似沉重的时刻并不多，更多是生动
有趣的交流。比如当我问到改革开放初期他把外国
科学家请到家里招待的情节，他讲完故事，还不忘
就家宴中一道抢手菜“面授机宜”——— “春卷是面
擀皮，我们把面擀皮换成卷心菜，生菜也行。嫩卷
心菜叶子，洗净，用高锰酸钾水泡过，放各种料(或
肉松)，一卷，很简单吧？你回家可以试试！”我听
着记着，有几秒钟走神忽发奇想：要是请这样的大
人物去做美食节目嘉宾，电视台的档次不晓得会飞
跃多少台阶呢！

哦对了，这篇短文动笔之前，我在梦里起过一个
新媒体可用的超长标题：又高又帅画水彩听古典乐爱
妻儿会做菜……的大科学家。

这样精彩的人生，音容笑貌，怎会随着生命的消
逝而淡出呢？

大科学家长啥样怀怀人人

“ 这篇短文动笔之前，我在梦里
起过一个新媒体可用的超长标题：
又高又帅画水彩听古典乐爱妻儿
会做菜……的大科学家

随随感感

林尔弗

2010 年 1 月份你来到了我身边，清楚地记得你和我全部的故事。

当我第一次去接你的时候，像个小傻瓜的你蜷缩在我怀里。当时心
里想：“怎么这么怂，一点也不像我。”进了屋，我把你放到地下，畏惧陌
生环境的你，显得十分不安，可能也是因为个头不大，走两三步摔一下
子。我抱着你在家里走了一遍，告诉你这是咱们的家，告诉你该在哪里
上厕所。一下子给你买了三个窝，我不再担心你睡在哪里，记得你来之
前，我成天寻思给你买啥玩具啊，带你去哪玩，可是从今往后再也不可
能了。

随着你慢慢长大，你上厕所从来都不在我指定的地方，为此家里的
桌椅全都包上了本来为你准备的尿不湿，“小宝，你给我过来，你看看这
是谁尿的，告诉你多少回了去厕所，非让我打你。”这边我大声地训斥
着，你那边委屈巴巴地低着头。

牙齿越来越锋利的你，也开始跟家里人有了小脾气。2015 年的冬
天那场雪特别大，妈妈和姥姥要带你出去玩，想给你穿上属于你的大棉
袄。可能是太想出去玩了，过于着急的你，牙齿一下子把妈妈的手划出
了血。当我放学后，爸爸来了电话，跟我说妈妈被你咬了。陪妈妈到医院
处置完回到家中，刚想对你大发雷霆，看见你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看着
我，眼里充满了歉意。我无奈地摸了摸你的头。

每天在家你就像守卫一样，只要是我或者爸爸妈妈没回来你肯定
在门口守着，只有大家都回来了你才回自己的窝里睡觉或者待在我身
旁。

你见证了我的一切事情，我所有的不开心都向你倾诉。我以前以为
跟你说也是瞎说你也听不懂，但是慢慢我发现当我特别不开心的时候，
拿着听装啤酒坐在床边，诉说烦心事的时候，你会舔舔我的手，看着我
好像不希望我那么难过。就这样陪我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一晃就是八年，陪我度过了现在一半的人生。今天回到家中，听不
见你的叫声，心里空落落的。多希望你仍然能每天早上叫我起床，我出
门上学的时候你咬着我的裤腿不让我走，天天上电梯的时候你总是先
冲进去帮我看看有没有坏人。明明是只小型狗，可是你老是去大狗身旁
挑事，当自己是个大哥一样。从来不吃狗粮只吃肉的你，不知到天堂那
边能吃习惯吗，宝宝，我真的好想你。

谢谢你，陪了我这么久。宝宝安息。

你走后全都是回忆

张张丰丰

我我常常去去的的那那家家 CCDD店店就就要要关关门门了了。。房房租租到到期期了了，，根根据据
文文创创园园区区提提供供的的新新合合约约，，房房租租要要上上涨涨 8800%%。。过过去去的的 77年年，，
这这个个店店一一直直在在亏亏本本，，老老板板没没有有理理由由再再继继续续亏亏下下去去。。

我我过过了了很很久久才才知知道道，，以以前前一一直直以以为为是是店店老老板板的的小小梁梁，，
其其实实只只是是店店小小二二。。在在过过去去的的 77 年年，，他他几几乎乎每每天天都都在在店店里里，，
把把这这里里当当成成是是自自己己的的一一个个家家。。虽虽然然老老板板曾曾提提出出为为他他加加薪薪，，
他他却却一一直直要要求求只只拿拿 33000000 元元的的月月薪薪，，““那那足足够够维维持持我我一一个个
月月的的生生活活了了。。””

这这不不影影响响他他的的幸幸福福感感。。他他狂狂热热地地喜喜欢欢古古典典音音乐乐，，熟熟悉悉
几几百百上上千千张张古古典典音音乐乐 CCDD 和和黑黑胶胶中中的的每每一一首首曲曲子子，，在在过过
去去的的 77 年年，，他他每每天天都都生生活活在在音音乐乐之之中中。。他他确确实实超超出出了了““店店
员员””这这个个词词所所包包含含的的意意义义，，为为每每一一个个愿愿意意坐坐下下来来听听音音乐乐的的
人人免免费费泡泡茶茶，，播播放放你你想想听听的的乐乐曲曲。。尽尽管管他他的的职职责责是是卖卖 CCDD，，
但但他他却却没没有有把把这这些些唱唱片片当当成成商商品品。。

经经常常来来这这里里的的很很多多人人也也一一样样，，很很少少把把这这当当成成是是一一个个
商商店店。。我我经经常常去去那那里里喝喝酒酒，，喝喝了了好好几几次次才才发发现现酒酒是是一一个个
常常去去店店里里的的青青年年买买的的。。他他会会买买白白酒酒、、啤啤酒酒和和威威士士忌忌过过
去去，，放放在在那那里里，，供供小小梁梁拿拿出出来来和和客客人人分分享享。。茶茶也也一一样样，，
有有小小梁梁自自己己买买的的，，也也有有一一些些是是朋朋友友带带过过去去的的。。很很多多个个周周
末末，，大大家家就就坐坐在在店店里里喝喝酒酒、、喝喝茶茶、、听听音音乐乐，，没没有有人人在在乎乎
谁谁付付出出的的更更多多，，因因为为每每个个人人都都能能感感受受到到：：自自己己带带走走的的更更
多多。。

77年年前前，，我我几几乎乎没没有有听听过过古古典典音音乐乐。。但但是是在在两两个个月月前前
的的一一个个晚晚上上，，我我听听了了奥奥地地利利音音乐乐家家德德慕慕斯斯的的钢钢琴琴音音乐乐会会
后后来来到到店店里里，，小小梁梁和和另另一一个个小小伙伙子子也也去去听听了了音音乐乐会会。。我我们们
都都觉觉得得意意犹犹未未尽尽，，喝喝酒酒聊聊天天，，向向大大师师致致敬敬。。在在那那个个晚晚上上，，我我

第第一一次次进进入入了了贝贝多多芬芬的的第第九九交交响响乐乐，，听听到到了了凌凌晨晨 22点点钟钟
才才回回家家，，小小梁梁更更是是随随着着音音乐乐的的节节奏奏手手舞舞足足蹈蹈。。我我推推门门出出
去去，，旁旁边边的的酒酒吧吧还还在在喧喧闹闹之之中中，，才才意意识识到到我我们们三三个个人人关关着着
门门听听贝贝多多芬芬，，是是多多么么隆隆重重而而高高级级的的享享受受。。

就就这这样样，，这这家家 CCDD店店成成为为了了一一个个音音乐乐空空间间。。即即便便是是在在
成成都都这这样样的的大大城城市市，，喜喜欢欢古古典典音音乐乐的的也也是是一一个个很很小小的的人人
群群。。尤尤其其是是在在数数码码技技术术已已经经非非常常发发达达的的今今天天，，要要听听音音乐乐，，
没没必必要要自自己己再再买买唱唱片片或或者者一一套套音音响响设设备备，，手手机机加加耳耳机机，，是是
更更方方便便的的听听音音乐乐的的方方式式。。那那些些来来到到这这里里的的人人，，是是真真正正的的少少
数数派派，，他他们们来来这这里里不不但但是是寻寻找找 CCDD，，也也是是在在寻寻找找同同类类。。他他们们
需需要要倾倾诉诉，，需需要要表表达达，，只只有有这这里里才才能能有有真真正正的的知知音音。。

有有一一位位大大学学老老师师，，抱抱着着一一个个很很大大的的录录音音机机过过来来。。那那是是
他他从从市市场场上上花花了了三三千千块块钱钱淘淘来来、、上上世世纪纪 7700年年代代日日本本制制造造
的的产产品品。。他他还还带带来来很很多多磁磁带带，，在在上上世世纪纪 9900年年代代，，磁磁带带曾曾经经
是是很很多多人人喜喜欢欢的的东东西西，，但但是是现现在在已已经经难难觅觅踪踪影影了了。。这这些些磁磁
带带，，也也是是他他在在过过去去很很多多年年慢慢慢慢购购买买的的，，它它们们已已经经成成了了古古
董董。。不不管管是是录录音音机机还还是是磁磁带带，，都都是是这这个个老老师师的的宝宝贝贝，，但但只只
有有在在这这个个 CCDD店店，，才才能能有有一一群群喜喜欢欢这这些些东东西西的的人人。。他他开开车车

把把录录音音机机拉拉过过来来，，又又抱抱到到店店里里，，就就是是为为了了和和大大家家分分享享这这种种喜喜
悦悦。。

来来这这里里的的乐乐迷迷，，从从事事着着各各种种职职业业。。一一个个沉沉默默的的听听众众，，在在
现现实实生生活活中中可可能能是是一一个个公公司司经经理理。。在在单单位位，，他他管管理理很很多多人人，，
参参与与激激烈烈的的市市场场竞竞争争，，要要懂懂得得残残酷酷的的竞竞争争哲哲学学。。但但是是在在内内心心
深深处处，，他他为为音音乐乐留留下下一一个个角角落落，，单单位位那那么么多多人人，，再再加加上上亲亲戚戚、、
朋朋友友，，都都无无法法进进入入这这个个角角落落。。夜夜深深人人静静的的时时候候，，他他播播放放一一张张
唱唱片片，，可可能能听听出出以以前前不不一一样样的的情情感感，，他他需需要要分分享享，，却却找找不不到到
合合适适的的对对象象，，就就只只有有来来这这里里了了。。

文文创创园园区区有有时时候候会会举举办办一一些些大大型型活活动动，，需需要要一一些些辅辅警警
来来维维持持秩秩序序。。有有一一个个辅辅警警，，每每次次执执勤勤的的时时候候，，都都会会来来到到这这里里。。
他他的的收收入入不不高高，，协协警警服服也也有有点点破破旧旧，，但但这这并并不不影影响响他他是是贝贝多多
芬芬的的粉粉丝丝。。他他会会安安安安静静静静地地坐坐在在那那里里，，在在走走的的时时候候，，买买走走一一
张张 CCDD。。对对他他来来说说，，这这大大概概就就是是最最美美好好的的一一天天吧吧，，你你能能从从他他眼眼
睛睛的的光光芒芒中中感感受受到到这这一一点点。。

毫毫无无疑疑问问，，一一个个城城市市需需要要很很多多这这样样的的场场所所。。它它不不一一定定是是
大大型型的的，，但但是是却却足足以以为为一一些些有有共共同同爱爱好好的的人人，，提提供供某某种种心心灵灵
上上的的庇庇护护。。但但是是，，随随着着房房租租的的节节节节攀攀升升，，如如何何能能够够维维持持这这样样
的的场场所所就就成成为为了了问问题题。。我我们们都都希希望望这这个个 CCDD店店能能够够继继续续开开
下下去去，，也也向向小小梁梁提提了了一一点点建建议议。。发发展展会会员员吧吧，，顺顺便便卖卖点点茶茶吧吧，，
对对这这些些他他都都不不感感兴兴趣趣，，他他只只想想做做一一个个单单纯纯的的““店店小小二二””，，不不想想
掺掺和和那那些些流流行行而而功功利利的的事事情情。。

告告别别的的日日子子即即将将来来临临。。最最近近几几天天，，去去店店里里的的人人明明显显增增
多多了了，，店店里里和和以以前前一一模模一一样样，，大大家家也也和和以以前前一一样样坐坐下下来来喝喝
酒酒、、听听音音乐乐，，很很明明显显，，大大家家喝喝掉掉的的酒酒更更多多了了。。一一种种感感伤伤的的
气气氛氛正正在在蔓蔓延延，，但但是是你你却却对对此此无无能能为为力力。。这这些些好好不不容容易易聚聚
在在一一起起的的人人，，即即将将重重新新消消失失在在都都市市的的人人流流中中，，等等待待下下一一个个
接接头头暗暗号号。。

辅警来听贝多芬人人间间

“ 毫毫无无疑疑问问，，一一个个城城市市需需要要很很多多
这这样样的的场场所所。。它它不不一一定定是是大大型型的的，，但但
是是却却足足以以为为一一些些有有共共同同爱爱好好的的人人，，
提提供供某某种种心心灵灵上上的的庇庇护护

休休休休子子

众众所所周周知知，，四四川川是是一一个个出出诗诗、、出出诗诗人人的的地地方方。。唐唐代代就就
出出现现了了““天天下下诗诗人人皆皆入入蜀蜀””的的奇奇观观。。陈陈子子昂昂和和李李白白是是四四川川
的的““土土著著””。。初初唐唐四四杰杰、、王王维维、、高高适适、、岑岑参参、、杜杜甫甫、、刘刘禹禹锡锡、、白白
居居易易、、贾贾岛岛、、李李贺贺、、温温庭庭筠筠、、李李商商隐隐等等等等，，无无不不因因升升谪谪、、探探
访访、、游游学学等等与与巴巴蜀蜀结结下下诗诗缘缘。。元元稹稹也也是是这这样样，，通通州州司司马马任任
上上，，不不仅仅与与白白居居易易唱唱和和留留下下佳佳话话，，他他的的创创作作生生涯涯也也达达到到了了
高高峰峰，，长长篇篇叙叙事事诗诗《《连连昌昌宫宫词词》》就就诞诞生生于于此此。。通通州州在在宋宋朝朝时时
改改称称达达州州，，后后来来几几经经更更名名，，今今天天依依然然叫叫达达州州。。

去去年年 99 月月 2233 日日，，纪纪念念中中镇镇诗诗社社成成立立 1155 周周年年座座谈谈会会
在在达达州州召召开开。。随随后后 66 天天，，““全全国国著著名名诗诗人人达达州州行行””采采风风活活动动
成成功功举举办办，，来来自自 1177 个个省省((市市、、区区))的的 3300 余余名名诗诗词词家家和和 2200
余余名名本本地地诗诗词词骨骨干干，，到到莲莲花花湖湖等等地地参参观观，，先先后后创创作作诗诗词词
11000000 余余首首。。

天天公公真真不不作作美美。。本本来来一一直直晴晴好好，，从从报报到到当当天天就就开开始始下下
雨雨，，主主人人家家急急得得团团团团转转。。而而客客人人们们越越看看到到下下雨雨，，仿仿佛佛越越高高
兴兴。。来来自自河河南南的的方方伟伟说说这这里里““山山眉眉水水眼眼暗暗相相勾勾””((《《初初到到达达
州州遇遇雨雨》》))，，来来自自广广东东的的熊熊东东遨遨、、周周燕燕婷婷夫夫妇妇““为为探探秋秋池池新新
涨涨意意，，夜夜乘乘微微雨雨上上巴巴山山””““不不辞辞千千里里远远，，来来看看涨涨秋秋池池””((《《巴巴
山山二二首首其其一一》》《《随随东东遨遨入入川川夜夜宿宿巴巴山山》》))，，来来自自辽辽宁宁的的徐徐长长
鸿鸿认认为为““一一般般秋秋雨雨秋秋风风夜夜，，听听向向巴巴山山便便不不同同””((《《夜夜宿宿巴巴山山
是是夜夜雷雷声声大大作作》》))，，甚甚至至来来自自甘甘肃肃的的萧萧雨雨涵涵““打打鼾鼾声声伴伴打打雷雷
声声””((《《浣浣溪溪沙沙··八八台台山山晨晨起起》》))，，广广东东的的苏苏些些雩雩在在山山亭亭““还还
坐坐，，还还坐坐，，元元白白可可能能来来过过””((《《如如梦梦令令··八八台台山山上上雨雨疾疾风风骤骤随随
想想》》))，，新新疆疆的的邓邓世世广广为为下下次次打打起起了了主主意意““轻轻纱纱遮遮却却妍妍媸媸
貌貌，，似似约约明明年年我我再再来来””((《《游游八八台台山山值值雾雾口口占占》》))。。还还有有来来自自

北北京京、、天天津津、、山山西西、、浙浙江江、、湖湖北北、、重重庆庆、、四四川川等等地地诗诗人人的的作作
品品举举不不胜胜举举。。江江苏苏的的钟钟振振振振先先生生似似为为活活动动做做了了个个总总结结，，
““沿沿洄洄不不记记光光年年几几，，只只信信诗诗魂魂在在达达州州””((《《巴巴山山夜夜雨雨》》))。。

无无巧巧不不成成书书，，元元稹稹刚刚到到通通州州贬贬所所，，就就发发现现了了白白居居易易
的的诗诗，，说说明明当当地地人人民民对对诗诗的的喜喜爱爱，，对对白白居居易易的的喜喜爱爱。。说说
到到巧巧事事，，当当代代也也有有巧巧的的。。中中国国诗诗歌歌学学会会副副会会长长杨杨牧牧先先生生
是是达达州州人人，，他他主主要要写写新新诗诗。。中中华华诗诗词词学学会会副副会会长长周周啸啸天天
先先生生主主要要研研究究和和创创作作传传统统诗诗词词，，居居然然也也是是达达州州人人。。还还有有
更更巧巧的的。。在在““全全国国著著名名诗诗人人达达州州行行””采采风风成成果果的的基基础础上上，，

《《行行吟吟达达州州 330000首首》》即即将将付付印印之之时时，，编编委委会会认认为为作作者者代代
表表性性还还不不够够全全面面。。

巧巧合合的的事事又又来来了了。。22001188 年年 55 月月 2277 日日至至 66 月月 11 日日，，
由由中中华华诗诗词词学学会会指指导导，，四四川川省省诗诗词词协协会会和和中中共共达达州州市市
委委宣宣传传部部承承办办了了““中中华华诗诗词词名名家家达达州州行行””采采风风活活动动。。与与
中中镇镇诗诗社社的的民民间间性性质质相相比比，，中中华华诗诗词词学学会会是是业业界界内内最最
高高的的官官方方社社团团。。

这这次次 1199 人人的的团团体体不不是是很很大大，，330000 来来件件作作品品也也不不是是
很很多多，，但但精精品品比比例例极极高高。。

达达州州为为纪纪念念元元稹稹专专门门修修了了个个馆馆，，有有个个节节日日叫叫元元

九九登登高高节节，，还还是是四四川川十十大大名名节节，，中中华华诗诗词词学学会会常常务务副副
会会长长范范诗诗银银当当场场就就感感动动了了，，在在《《蝶蝶恋恋花花··题题元元稹稹馆馆》》写写
道道，，““九九日日登登高高风风景景好好。。望望里里长长安安，，归归雁雁星星花花小小。。春春陌陌
词词章章秋秋巷巷稿稿，，读读君君如如晤晤思思难难了了””。。林林峰峰副副会会长长也也许许并并
不不知知道道莲莲花花湖湖湿湿地地公公园园是是民民心心工工程程，，《《夜夜宿宿达达州州莲莲湖湖
山山庄庄》》““石石绽绽莲莲花花谁谁得得见见，，只只将将清清白白种种心心田田””这这两两句句诗诗
却却巧巧合合了了。。副副会会长长刘刘庆庆霖霖依依旧旧他他的的风风格格，，““林林下下氧氧离离
子子，，大大如如乒乒乓乓球球””((《《达达州州万万亩亩乌乌梅梅林林四四首首其其四四》》))。。副副
会会长长周周啸啸天天是是来来宾宾也也是是地地主主更更是是游游子子，，写写下下一一首首《《长长
相相思思》》，，““巴巴水水流流，，川川水水流流，，不不到到通通州州不不聚聚头头。。豁豁余余万万里里
眸眸。。元元亦亦休休，，白白亦亦休休，，两两袭袭青青衫衫任任去去留留。。飞飞来来一一片片鸥鸥。。””
原原副副会会长长星星汉汉参参观观张张爱爱萍萍故故居居时时对对这这位位搞搞““两两弹弹一一
星星””的的上上将将肃肃然然起起敬敬，，写写下下了了我我们们的的共共同同心心声声““霹霹雳雳
声声摧摧谁谁破破胆胆，，蘑蘑菇菇云云起起我我伸伸腰腰””。。原原副副会会长长杨杨逸逸明明成成
名名很很早早却却偏偏要要谦谦虚虚，，参参观观八八台台山山独独秀秀峰峰后后说说，，““闹闹市市
吟吟诗诗总总未未工工，，几几回回求求索索梦梦还还空空。。原原来来独独秀秀生生花花笔笔，，插插
在在深深山山大大壑壑中中””。。四四川川省省诗诗词词协协会会会会长长滕滕伟伟明明本本就就因因

《《八八台台雪雪歌歌》》而而闻闻名名自自不不必必说说。。重重庆庆诗诗词词学学会会会会长长凌凌
泽泽鑫鑫、、著著名名散散曲曲家家南南广广勋勋、、原原四四川川省省诗诗词词学学会会副副会会长长
郭郭定定乾乾、、著著名名网网络络词词家家李李子子等等等等都都有有不不少少佳佳作作，，不不再再
一一一一例例举举。。

回回想想起起来来，，人人努努力力加加上上天天帮帮忙忙，，达达州州的的日日子子还还真真不不
难难过过。。秋秋天天到到它它就就巴巴山山夜夜雨雨，，春春天天来来它它就就雨雨霁霁天天开开。。

陪陪同同中中华华诗诗词词名名家家达达州州行行采采风风活活动动走走进进八八台台山山
时时，，笔笔者者也也写写了了一一首首小小诗诗，，权权作作本本文文结结尾尾：：““经经旬旬雨雨幕幕为为
谁谁开开，，一一路路飞飞歌歌上上八八台台。。应应谢谢天天公公真真有有眼眼，，诗诗人人皆皆入入达达
州州来来。。””

夜乘微雨上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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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722))
““他他们们是是无故百百姓姓””，，
““无无故故””之之““故故””是是别别

字字；；
无无罪罪之之人人莫莫牵牵连连，，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无辜””。。**
**无无辜辜：：没没有有罪罪；；不不是是

无无缘缘无无故故的的““故故””。。
((557733))

““要要杀杀要要刮随随你你便便””，，

句句中中““刮刮””字字是是个个错错；；
割割肉肉离离骨骨很很残残酷酷，，
正正写写是是““要要杀杀要要剐””。。**
**剐剐，，义义为为割割肉肉离离骨骨，，如如成成

语语““千千刀刀万万剐剐””。。而而““刮刮””义义为为用用
刀刀子子贴贴着着物物体体的的表表面面移移动动，，把把
物物体体表表面面的的某某些些东东西西去去掉掉或或
取取下下来来，，如如““刮刮脸脸””。。““刮刮””不不危危及及
生生命命，，而而““剐剐””是是把把人人体体割割成成许许
多多块块。。 秦殿杰 （待续）

“ 四川是一个出诗、出诗人的地
方，唐代就出现了“天下诗人皆入
蜀”的奇观，陈子昂和李白则是四
川的“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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